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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描述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之“二、风险因素”。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报告期内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南新制药 688189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俊迪 刘锋 

办公地址 
广州市萝岗区开源大道196号自编

1-2栋 

广州市萝岗区开源大道196号自编

1-2栋 

电话 020-38952013 020-38952013 

电子信箱 nanxin@nucien.com nanxin@nucien.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951,939,068.08 818,717,329.92 13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17,361,914.86 332,563,289.99 356.2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619,520.30 103,414,531.93 -165.39 

营业收入 580,561,386.78 454,366,834.47 2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516,324.87 35,125,735.38 4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572,557.67 33,998,574.94 45.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5 13.95 减少8.6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42 0.3345 20.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42 0.3345 20.84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7.96 6.63 增加1.32个百分点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28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8.57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无 0 

广州乾元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5.71 22,000,000 22,000,000 22,000,000 无 0 

杭州鼎晖新趋势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0.71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无 0 

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湖南湘江大

健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3.57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无 0 



湖南省厚水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3.21 4,500,000 4,500,000 4,500,000 无 0 

杭州信为玺泰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21 4,500,000 4,500,000 4,500,000 无 0 

深圳市键宁银创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 4,205,000 4,205,000 4,205,000 无 0 

深圳市汇尚致鑫实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2.14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无 0 

叶胜利 境内自然人 2.00 2,795,000 2,795,000 2,795,000 无 0 

广州霆霖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3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无 0 

深圳市南方汇鹏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43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湘投控股持有招商湘江 40.00%的股份，招商湘江持有湘

江力远 23.33%的股份，湘江力远担任湘江大健康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湘江力远的法定代表人是游新农，游新农是

厚水投资的第一大份额持有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

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了较大的影响。面对困难，公司管理层在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组织生产，保障药品在医院市场的稳定供应。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58,056.1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7.77%；实现营业利润 6,211.8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35.50%；实现利润总额 6,155.0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4.0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951.6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0.9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957.2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5.81%。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良好，业绩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推进抗流感药物领域产品研发工作 

为进一步优化在抗流感领域的产品结构，增强竞争实力，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流感领域

的产品研发工作，各项目进展顺利。目前，帕拉米韦吸入溶液在进行 I/II 期临床研究、帕拉米韦

干粉吸入剂在进行临床前研究、NX-2016 正在进行成药性研究、磷酸奥司他韦干混悬剂已完成预

BE。 

帕拉米韦吸入溶液、帕拉米韦干粉吸入剂、磷酸奥司他韦干混悬剂和 NX-2016 这一系列抗流

感药物的研发和生产，让公司对流感的发病机理、药物临床前评价、临床方案制定和实施等有了

深厚的积累，为公司更多抗流感新药的研发上市奠定了基础，从而构筑了抗流感药物领域的核心

竞争优势。 

2、推进其他重大疾病药物领域产品研发工作 

在抗肿瘤、抗病毒、糖尿病肾病等重大疾病治疗领域，公司研发的主要产品美他非尼正在进

行Ⅰb/Ⅱa期临床研究、盐酸美氟尼酮正在进行 I期临床研究。 

3、加强营销网络建设 

报告期内，为了使营销体系更加完善、结构更加合理、模式更加全面、销售触觉更加深入，

公司在深耕城市公立医院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县级公立医院市场，推动营销网络的下沉，努力

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以实现企业的良性快速发展。 

4、质量、生产和环保方面 

公司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安全至上”的原则，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提高生产效率，严

格按照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推行清洁生产工作。疫情期间，公司不断强化安全意

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多举措保障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的安全生产。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